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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环球周刊 国际教育·

长沙市怡雅中学

爱与生长 让校园充满温暖和力量

国际教育动态

“新冠疫情促使在线教育倒逼传统教
育进入创新轨道，催生面授教学与远程移
动学习混合共生的新常态，推动在线教育
理念、教学方法、教育科技驱动下的新一
轮变革。”近日，在第五届新聚合国际教
育高峰论坛上，法政集团副董事长潘军表
示。为了把握和应对教育变革带来的机遇
与挑战，探讨未来国际化人才培养新模
式，本次论坛围绕“未来国际化教育发
展”“时代变革下的留学决策”“留学后职
业规划”三个主题进行研讨。

当前，全球新冠疫情和各国留学、签
证政策，使得许多学生不得不暂缓出国留
学或调整留学目的地和目标学校。对此，
北京王府学校总校长王广发在发言中表
示，我们的教育需要从现代化、国际化、
科技力量、人才强国等角度寻求改变，来
满足国家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对于国际
化人才的培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
前公使衔参赞岑建君表示，当前我国对国
际化的人才要求更高，不仅需要通晓语言
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还要精通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因此我们首先要加强学生中国
文化的教育，让他们中西贯通。

“互联网在改变我们的教育教学，未
来全球都应该关注的，是锚定课堂，深化
教育改革。”北京师范大学智慧教育研究
院院长黄荣怀在发言中表示，教育教学改
变需要经历三个基本阶段，融合渗透、转
型升级、深刻变革，并提出改革几大要
素，即：线上线下融合的学习空间；穿越
物理围墙和网络边界的校园形态；面向弹
性教学的课程模式；基于区块链和人工智
能的学习评测；数据公民的信息科技素养
提升；基于多元供给的新型教育业态。中
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前公使衔参赞衡孝军也
表示，通过教学手段的改变和革新，线上
线下教育相结合，并引进国外的优质智力
资源和课程设置、配套活动，使学生不出
国门也可以接受国际化的教育。

此外，本次论坛发布了 《中国国际学
校蓝皮书》。该蓝皮书对我国国际学校政
策环境、发展规模、教学资源、生源基础
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国际学校的未来
发展、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构建和国际学校
应对教育改革挑战等提出参考和建议。

探索国际化人才
培养新模式

本报记者 张东“STEM”是科学（Science）、技术
（Technology）、工 程（Engineer-
ing）、数学（Mathematics）四门学科
英文首字母的缩写。其中，科学在于
认识世界、解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技
术和工程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
改造世界，实现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处，
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数
学则是技术与工程学科的基础工具。

STEM 教育是当前各国提高教
育竞争力的系统性工程。其中，师资
培养对于有效开展 STEM 教育至关
重要。美国联邦政府自 2010 年推出

“10 年培养 10 万 STEM 良师”计划以
来，关于 STEM 师资培训的实践与探
索渐成气候，从理念认知的不断深入，
到各种培训模式的开发与实施，从师
资培训强调多元化与关注种族均等，
到教师培训原则的逐渐形成，等等，反
映出当前美国中小学 STEM 师资培
训的最新进展。

近日，美国联邦教育部组织美国
中小学 STEM 教师培训的专家、政
府官员、高校学者和一线教师，围绕
STEM 教师培训开展了深度研讨。
与会者从各自的工作领域介绍了关于
STEM 教师培训的最新进展及相关
主张。

在国家层面，美国联邦教育部积
极推进中小学 STEM 教师培训。配
合美国政府 2018 年底推出的旨在全
方位推动 STEM 教育的“北极星计
划”，美国联邦教育部在近年来发起的
教师培训项目中，围绕 STEM 教师培
训做了专项设计。美国联邦教育部

“教师素质合作计划”的项目负责人米
娅·豪顿（Mia Howerton）指出，自
去年以来，美国联邦教育部所发起设
立 的 有 效 的 教 育 工 作 者 支 持 项 目

（SEED）将计算机培训作为 STEM 师
资培训的优先内容。2020年，该项目
划 拨 专 款 1.16 亿 美 元 ，用 于 资 助
STEM教师培训中的计算机培训。

关 注 多 元 化 和 族 裔 平 等 成 为
STEM 教师培训的重要考量。有着
30 余年教师培训经验的加州州立大
学 STEM 教育创新中心主任卡莫尔·
哈姆丹（Kamal Hamdan）指出，既要

拓展教师专业发展路径，又要关注教
师群体多元化。他认为，要解决愈演
愈烈的中小学教师流失问题，关键是
要将那些有志于终身从事教育者遴选
出来，为那些有志于成为 STEM 教师
的人提供正确的服务和培训，促使其
成长为以教书育人为终身生涯的从业
者，这也是从源头上解决师资流失问
题的保障。哈姆丹进一步指出，教师
多元化取向有助于最大限度征募和留
任教师，特别是对于种族多元的学校
来说，不同肤色的教师有可能会对应
学校中相应肤色的学生群体，他们可
以创设有效的课程，更受同种肤色的
学生欢迎。因此，STEM 教师培训
过程中必须考虑相关的文化和社会性
因素。与哈姆丹的 STEM 教师多元
化主张相关，华盛顿大学的尼拉·沙

（Niral Shah） 博士也关注 STEM 教
师培训的族裔平等问题。他表示，
STEM 学习过程本身也会因种族而
产生分化，解决 STEM 学习中的种
族 差 异 问 题 ， 需 要 教 师 认 识 到
STEM 教学过程中的种族不平等，明
确课堂上的差异，从而做出有针对性
的解决方案。

不断加深对 STEM 教育的反思，
开发有效的 STEM 教学模式，打造富
有 创 造 力 的 STEM 课 堂 ，是 当 前
STEM教师培训的突出特色。美国密
歇根州立大学戴维·斯特劳普（Da-
vid Stroupe）博士提出，当务之急是
要 鼓 励 STEM 新 任 教 师 深 入 反 思
STEM 学科特征及教学，从当前关于
STEM 教育的世俗观念中走出来，首
先是要破解颇为流行的关于 STEM
学科的“迷思”。一是破解 STEM 教
育可以与文化背景不相关的观念。
STEM 领域始终有其特定的社会、历
史、政治背景，STEM 工作的核心也
在持续变化，形成了学科实践以及学
科观念。二是破解 STEM 领域可由
社会大众所主导的观念。STEM 领
域尽管人人可得而言之，但并非人人
都可以深度参与并主导其发展，而是
具 有 学 术 权 威 的 人 主 导 着 关 于
STEM 相关学科的概念、认知、研究
方法以及实践。STEM 学科所反映

的往往只是学科权力持有者的观念。
三是要破解所有 STEM 学科探索世
界的目的和过程相一致的“唯科学主
义”观念。其实，STEM 领域的每一
个学科，均有不同的知识观、认知目
的、实践和交流方式。在此基础上，斯
特劳普主张，要鼓励教师反思教学，走
出学生被动跟随教师教学的习惯，破
解教师作为“舞台上的圣人”式的观
念。STEM 教学要切实围绕学生学
习展开，教师要认识到 STEM 教学与
学习的特殊性，做到与时俱进，不断改
进方式与做法。

针对 STEM 教学，斯特劳普提出
“大科学教学”（AST）模式，该模式包
括了核心教学与成体系的互动方案，
即运用多种教学方式帮助学生理解与
掌握学科基本原理；教学方法的有效
性可得验证；教师自觉反思与改进教
学；成效显著特色鲜明的专题教学，为
学生达到学习目标提供有力支撑。“互
动方案”主要强调，教师要对所有学生
一视同仁，深入了解学生学习过程，鼓
励学生联系实际、独立探索，开展富有
成效的讨论，提高推理能力，做到学以
致用，并及时反思。为有效开展“大科
学教学”，斯特劳普主张，STEM 职前
教师应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中小学
校，将自己视为一个学习者，学习与领
会学生的生活与学习经历、价值观念、
态度、文化特征，等等，在此基础上与
学生达成共识、共行与共情，并做到教
学相长。

中小学 STEM 教学应遵循特定
的原则。STEM 教师培训有没有规
律可循，STEM 教学应遵循何样的原
则 ，成 为 本 次 研 讨 会 的 重 点 所 在 。
2010 年，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时期，
提出了“10 年培养 10 万 STEM 良师”
计划，该项目历时 10 年，积淀了相应
的经验。长期深度参与该项计划的福
特海斯大学教授珍妮特·斯特梅尔

（Janet Stramel）在会上表示，学生
对 STEM 专业领域的兴趣和爱好其
实在中学阶段之前就有，小学生对
STEM 领域的好奇心、对学习的热情
和渴望以及想象力是自然的、无限的
和未经过滤的。小学 STEM 教育就

是培养将来的创新型人才和变革者的
起点，具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基
础的小学生是全美经济、社会和全球
实力竞争中获得不可或缺地位的根本
保障。要从根本上改观美国 STEM
教育，就应该从小学阶段入手，让学生
正式接受STEM教育。

实现这一改变的关键，就在于打
造出卓越的中小学 STEM 师资队伍。
研究表明，早期的数学和科学技能是
未来学校成功的重要指标，而多年来，
美国小学阶段往往强调的是阅读能力
的培养。根据美国 2019 年的“做数
学”报告，“当前小学老师在 STEM 教
育方面接受的培训和支持还远远不
够，小学教师急需有趣味性且真正的
STEM教育指导”。有鉴于此，斯特梅
尔团队强烈主张，小学教师可以通过
系统实施 STEM 教育，培养学生的探
索能力、批判性思维和推理能力。

在 深 度 参 与“10 年 培 养 10 万
STEM 良师”的过程中，斯特梅尔团
队归纳总结了“有效的小学 STEM 教
学原则”。主要包括：要对 STEM 学
科内容有着扎实的基础和深度的理
解，并在教学中做到有效整合；着眼于
学生将来的中学、大学学习乃至职业
生涯，规划和设计 STEM 教学；通过
STEM 教学吸引并支持所有学生；确
保所有学生都处于有效的 STEM 学
习环境；定期、适当和有效地评估所有
学生的 STEM 学习；成长为持续进步

的专业 STEM 教育者。其中，每一项
原则又有着更为具体的目标，以确保
能够扎实贯彻。

为 帮 助 教 师 有 效 贯 彻 上 述
STEM 教育原则，斯特梅尔团队还对
此专门设置了“STEM 探索问题”，旨
在启发教师客观公正地对待 STEM
教学专题，并采取有效教学策略，运用
专业术语，与学生开展有效交流并帮
助学生发展 STEM 素养。这些问题
鼓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做到像
专业的 STEM 人士那样交流，全面分
析问题，识别教学方案设计，系统阐释
观点，确保学生均等参与，多角度观察
与反思，反思局限性，等等。

STEM 教学原则的提出，反映出
STEM 教师专业发展的自觉意识和
自为意识，也表明一段时期以来，特别
是“10 年培养 10 万 STEM 良师”计划
实施以来，美国 STEM 教师培训的经
验成就和进一步的理性认识。

总体来看，这次由联邦教育部发
起的关于 STEM 教师的研讨，集中
代表了美国政府、学界和一线实践关
于 STEM 教师培训的最新认知和实
践，体现出美国 STEM 教师培训的
最新进展，对于我国开展中小学教师
培训也不无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本研究为该院2020年度基本科研业务
费专项资金项目“美国中小学STEM教
师专业发展研究”[GYJ2020048]成果）

关注教师群体多元化，开发有效教学模式，打造富有创造力的课堂——

美国研讨基础教育STEM教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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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刘维朝名校长工作室暨
雅礼教育集团年会上，长沙市怡雅中
学校长王良描画了他心中的怡雅教育
之树。树根有两条，一是“爱”，一是

“成长型思维”。树干，是“生长”，是
基于自主的“组织生长”和“知识生
长”。这棵树，生气勃勃，蔚成风景。

爱

怡雅中学由雅礼中学和怡海集团
联合创办，其文化基因里就包含着
爱，雅礼中学“为学生终身发展奠
基”是爱，怡海集团用心耕耘教育和
慈善也是爱。实施小班教学，配置恒
温游泳馆、暖气等，“给学生最好的条
件，最好的教育”，怡海集团董事局主
席王琳达女士这样说，也这样做。

一 流 的 条 件 ， 是 爱 的 保 障 。 那
么，“用爱关注每一个人，用心倾听每
一个人”，就是更生动的爱的践行。

用心倾听每一个人

“关注每一个学生，从学会倾听开
始。”王良说。“教育生活充满着忙和
乱，客观上导致了教师没有心性、耐
性和时间去倾听学生。此外，长期以
来的师道尊严，也让很多教师不习惯
倾听学生。教师容易一厢情愿，自以
为是，只愿意听我所听、看我所看。”

“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为什
么频频在校园里听到这个声音？就从
这个不为人注意或以为不存在的声音
开始，校长王良组织学校管理者、一
线教师深入讨论和思考。“听人把话说
完，是对人最大的尊重；觉察那话背
后的意思、动机、立场、角度，尤其
是说话者的情绪，是对人最大的关
怀。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去表达，是我
们希望得到情感的共鸣。”

在怡雅中学听课，常有老师坐在
教室的前面。老师面向或侧面向全体
学生，就能关注到学生在课堂上的学
习状况。他的表情，他眼睛中的神
采，他是否投入⋯⋯这些，授课者和
听课者都要特别留意。

雅礼中学刘维朝校长来怡雅指导
工作，中午会选择在食堂随机地和学
生坐在一起，热烈交流。“总要走近学

生！”学校据此推行了一个叫“影子工
作”的项目，该项目要求教职员工选
择一个时间点或者时间段，放下诸如
校长、副校长、主任、老师等身份，
实实在在地跟着学生体验他们的校园
生活和课堂。有倾听，才有爱和尊重！

用爱关注每一个人

在怡雅，有一位“黄妈妈”，她把
一个薄弱班级变成了优秀班级，把喜
欢捣蛋的“八大金刚”变成了班级建
设的小能手。这背后的秘诀，就是
爱，就是接班以后连续几个星期不回
家，泡在教室里、寝室里，“其实只是
想让孩子们有时间跟我说说话，释放
压力”。

亮亮 （化名）、军军 （化名） 是两
名有自闭症倾向的学生。因为有这样
的孩子，该班班主任和所有的科任老
师、生活老师都开始主动学习自闭症
和融合教育的相关知识，他们说：“要
帮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有爱的学校，有爱的老师，培养
出来的学生也是有爱的。

学生在文体课上偶遇一只受伤的
小鸟，同学们立即成立“护卫队”，送
到办公室请班主任张蔚为小鸟找“救
护车”。那种忧心忡忡的样子，让张蔚
非常感动：“那是需要成人用心呵护的

对万物的怜爱和善良。”
在怡雅开展的校外活动中，学生

排成两队走在马路上，女生走在内
侧，男生主动走在外侧，“初中生啊，
没有人组织，自发的，够绅士！”

爱，让教师和学生将怡雅视为自
己的精神故土。

让爱温暖更多的人

不仅仅要教会学生爱人，还要学
会爱这个世界。怡雅对学生的培养，
从来不局限于一方校园，而是看到更
高更远的地方。“爱人，悲悯，同情苦
难，并为之努力，是美好生命的精神
之基、智慧之源。”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王良发
动全校学生一对一给所有援鄂的湖南
医务工作者写一份信，并把活动取名
为“一医一生一封信”。“医务工作者
援鄂，是以仁爱与勇毅，为生命护航
和提灯！不仅仅是为湖北人民，也是
为每一个‘我’，为万千生命。他们让
人肃然起敬，油然生爱！怡雅学子给
每一位医务工作者写信，就是要体验
一种生命与生命的关联，要与仁爱、
勇毅对话，要对这个世界最宝贵的品
质和情意有具体体察和理解。”

信一共有 1475 封，有些是学生独
立完成的，有些是两人合作完成的，

全校 2464 名学生都参与到了活动中，
据不完全统计，学生们收到了 300 余
封援鄂英雄们的回信，此外，援鄂英
雄精心录制的视频、到校与学生见
面、寄来的各式小礼品⋯⋯都给予怡
雅学子以巨大鼓舞。

复课之后，学校发起了“一个小
小的大梦想”爱心公益行活动，旨在
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特别是受
疫情影响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这
一倡议得到了全校教师、家长和学生
的热情响应，他们走进十余所学校，
去到湘潭、郴州、宁乡、长沙县、娄
底双峰、衡阳祁东等地，给那里的学
生送学习物资，设立“怡雅奖学金”，
助学品学兼优的困难学子。活动一直
在持续中，怡雅还将去到更多更远的
地方，帮助更多的人。

初 1901 班张轩然同学的爸爸在活
动后有感而发：“和我想象的爱心捐助
不一样。孩子们真诚的感谢，收到礼
物后开心的大笑，座谈时落落大方、
侃侃而谈，还有谈到梦想时憧憬的眼
神。每个孩子都是天使，我们想要和
怡雅一起，守护天使的微笑。”

怡雅的教师、学生、家长同心携
手，致力于将怡雅之爱带到更为广袤
的天地，给更多的人送去温暖和力量。

生长

生长是教育的本然之义，“应发展
学生的成长型思维，让学生坚信人的
能力是可以发展的，努力比天分更重
要。”王良认为成长型思维，利于师生
发展自觉、自律、自省的能力，利于
师生过一种负责任、向上的教育生
活。如何推动成长型思维的落地呢？

引入资源，形成理念认同

一方面，王良向全校师生和家长
推荐阅读斯坦福大学德韦克教授的

《终身成长》，并介绍脑科学的研究成
果，强调大脑终身可塑，努力比天分
更重要。另一方面，从传统经典中挖
掘资源。比如 《论语》 的“为己之
学”“学而知之”等。

东 西 方 共 通 的 观 念 ， 以 专 题 展
览、读书分享会、主题班会、黑板

报、海报、手抄报等形式不断呈现和
强化。基于成长型思维培养的教学内
容选择、基于成长型思维培养的交流
方式、基于成长型思维培养的评价方
式等逐渐成为教师们关注和讨论的话
题。成长型思维方式得到广泛认同，
生长型文化逐渐形成，学校逐渐呈现
出向上的气象。

搭台与授权，让每一个人都找到
“位置”

今年 4 月初，学校即将复学。复
学后如何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怡雅中
学别出心裁，由学生参政部自主设计
疫情防控方案。“之所以要让学生设计
疫情防控方案，一是强化学生的防疫
意识，二是学生角度的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方案可以为学校的疫情防控作重
要补充，三是锻炼学生们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自觉自主
的能力和习惯。”王良说。

很快，学生参政部按七大区域整
合了全校学生返校防疫设计方案。“学
生们拿出的方案非常详细、具体，学
校在制定方案时充分借鉴了这个方
案。”怡雅中学教育处副主任周玉介
绍，学生参政部是连接学生与学校管
理的一条纽带，他们以书面的形式，
以“和校长面对面”的形式，为学校
教育教学和大型活动方面提供广大学
生的意见和想法，为学校的决策者提
供更多真实的学生声音。

在班级管理方面，怡雅中学采取
独特的“自组织”形式。学生觉得自
己能做什么事，就可以毛遂自荐负责
什么，比如有人当上了整理讲台的

“讲台委员”，还有人当上了管理花花
草草的“绿植委员”。每当班级管理遇
到困难时，初 1908 班班主任苏辉就会
抛出一个问题：“同学们，你们怎么
看？”久而久之，学生们就会回答：

“老师，我来想办法。”该班有一段时
间卫生情况不好，后来一位同学主动
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引入“垃圾分
类”知识，将每 4 人分为一小组，每
人凳子边挂一个垃圾袋回收某一类垃
圾，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教师层面也是如此。“人人都是领
导，个个都有影响力”，学校倡导每一

名教职员工为学校发展贡献智慧。怡
雅的教师节表彰有一个特别之处，就
是会表彰教师自组织项目，如导师制
项目、公益支教项目。教师们自发组
织，主动开展工作，而评判的标准只
有一条：是否促成了学校师生的发展。

鼓舞与激发，让每一个人都受到
肯定

“和春天一起生长”“像婴儿一样
睁开双眼”“像一棵树一样生长”⋯⋯
王良校长的每一篇讲话都在激发和鼓
舞着怡雅中学的师生。

不同形式的目标达成卡、目标达
成奖励等是怡雅中学教师激发学生的
重要方式，借此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目标并做好目标管理，激发学生主动
成长和自主管理的意识。

各种形式的欣赏和肯定在怡雅中
学都不稀奇，校长多次在行政会议上询
问干部们有没有表扬和肯定团队成员，
班主任要求值日生必须发现并表扬班
级同学做得好的方面，班主任的各类评
语要求充满肯定和期待，公开课的教
师评课必须在提出两点肯定意见的基
础上，才能提出一条改进意见⋯⋯此
外，怡雅中学的师生分享可谓是做到
充分，每学期开学都会邀请 100 位左
右的教师在不同层次的会议上作分
享，业绩优秀的教师示范课成为常
态，学生的优秀作业、试卷、作品展
示在班级文化墙⋯⋯分享，既能启发
受众也能鼓舞分享者。

好的管理和好的教育，都应该看见
每一个人，激发每一个人，激发人性中
的善和美好，鼓舞人性中向上的力量。

生长的理想形态，是知识的人格
化。无论是国家教材中的知识获得，
还是活动中的经验形成，都应该是人
格化的。因为一种内在的自觉，师生
自主、能动地构建知识的个体意义，
因而产生思维、情感、态度、价值观
及行为的变化，向上、向好的变化。

走在怡雅校园里，绿意盎然，生
机勃勃！迎面碰到的怡雅师生，青春
洋溢、激情满怀。爱和生长，让这里
充满温暖和力量，也让这所学校焕发
勃勃生机。

（李勋亮 倪慧颖）


